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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性造影劑臨床試驗設計之重點及考量 

郭文涵、吳馥羽1 

前言 

    以疾病診斷為目標的臨床試驗，主要是探討新型診斷性造影劑 (或新檢查方式)是否

對臨床病情的診斷提供幫助。診斷性臨床試驗所須遵守的規範，大多與治療用藥品的臨

床試驗相同，然而由於造影劑的效果取決於影像判讀結果，而影像判讀結果容易受多種

因素影響，因此試驗設計上便有諸多考量，以避免診斷力的評估受到影響，此乃是診斷

性臨床試驗的特色。 

    診斷性造影劑可以大致分為顯影劑 (contrast agents)以及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 

(diagnostic radiopharmaceuticals)兩大類。我國有關診斷性造影劑開發的相關法規，

主要是針對核醫放射性藥品，包括 1999 年公告的「核醫放射性藥品審查基準」[1]和 2021

年公告修訂的「核醫放射性藥品臨床試驗基準」[2]，以及 2019 年公告的「核醫放射性

藥品非臨床藥毒理研發策略指導原則」[3]。上述基準針對核醫放射性藥品開發，提供了

非臨床藥毒理試驗及臨床試驗評估和設計的重要原則。 

    我國目前尚未針對診斷性臨床試驗提供詳細的試驗設計指引。美國 FDA 於 2004

年陸續發表三份有關診斷性造影劑的臨床試驗指引[4-6]，內容涵蓋了安全性評估、適應

症考量以及相關臨床試驗之設計、分析、解讀，歐盟於 2010 年亦有發表診斷性造影劑

之相關指引[7]，本文章主要參考美國指引，針對診斷性臨床試驗，包括影像評估方式、

試驗指標的訂定、真實標準的選擇等，提出設計的建議和考量的重點。 

診斷性造影劑的分類 

診斷性造影劑可以分為顯影劑和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兩大類： 

✓ 顯影劑：是指藉由放大體內不同區域影像訊號強度的差異，使組織、器官、或病灶

能更為清楚呈現的造影劑，包括用於 X 光平面攝影與電腦斷層的碘化物、用於核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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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的順磁性金屬離子、以及用於超音波成像的微氣泡粒子等。 

✓ 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是指用以診斷或監測人體疾病活性的藥品，通常包含放射

性核種部分 (radionuclide)和非放射性的載體部分 (carrier or ligand)。 

➢ 放射性核種：是具有放射性的原子核。常用於診斷的放射性核種如鎝-99m，放

射性核種在衰變時放出光子，此光子具足夠能量可穿透病人的組織並被儀器偵

測，因此可以成像。通常會選擇物理半衰期相對較短的放射性核種作為診斷用

途，以避免核種在人體內無法快速排除時，會造成過高的輻射暴露。 

➢ 非放射性的載體 (carrier or ligand)：載體通常具有某種程度的特異性，可以與

體內細胞的特定運轉子 (transporter)、接受器 (receptor)、酵素或分子結合。

載體與放射性核種進行標幟反應 (labeling reaction)後，便可將放射性核種攜

帶至人體內特定部位，藉由放射性核種釋放出訊號，使得該特定部位得以在影

像中呈現，因此達到示蹤 (tracing)的功能。  

通常所謂的診斷性核醫放射性藥品是同時包含上述兩部分，但廣義而言，這兩部分

若各別已製備好，臨床上使用時直接混合進行標幟反應，則此時可將已製備好的核

種及載體一同歸類為核醫放射性藥品。 

診斷性臨床試驗一般性考量 

以下分別說明診斷性造影劑臨床試驗，從第一期至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目標和整體考量。 

第一期臨床試驗 

    第一期臨床試驗的目標是評估不同劑量的造影劑對於藥物動力學與人體安全性的

影響，劑量評估應包括質量劑量  (mass dose)和放射性活度劑量  (radioactivity 

dose)，診斷性造影劑在注射時通常是以放射性活度劑量為準，放射性活度是指一定量

的放射性核種每單位時間進行自發性衰變的個數，常用的單位為 millicurie (mCi)。 

    第一期臨床試驗應仔細觀察造影劑在器官組織的分布和其隨著時間的變化 (time 

activity curve，以 18F-Fluciclovine 為例，如圖一所示[8])，作為之後訂定造影程序的參

考，同時根據造影劑在體內的分布，估算此造影劑在人體造成的輻射劑量 (radiation 

dosi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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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8F-Fluciclovine (AxuminTM) 之 time activity curve[8] 

圖一縱軸為各器官組織相對於全身的平均訊號強度 (SUVmean)，注射
18

F-Fluciclovine 的目的為偵測腫

瘤，因此根據訊號強度隨時間的改變，應選擇目標病灶 (prostate tumor)相對於周邊組織 (bladder)訊

號強度差異最大的時間點進行掃描 (藍框)。 

第二期臨床試驗 

    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目標包括決定合適的質量劑量 (mass dose)範圍和放射活度劑

量。此階段應持續探討質量劑量和放射性活度的改變對於影像品質、診斷力以及安全性

的影響，以及造影方式是否需要因此而調整，以探索出最合適的作法。  

    此外，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目標還包括呈現初步的診斷力結果，擴充安全性資料；並

且持續改進造影程序，逐步確立擷取影像的時間和儀器的設定；以及建立影像分析的方

式和診斷標準。 

第三期臨床試驗 

    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目標是驗證造影劑對目標族群的診斷力、呈現造影程序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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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持續評估安全性。第三期臨床試驗的設計，包括劑量、造影程序、受試者族群和

診斷力指標，都應根據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結果所制定。試驗計畫書中應說明病人的後續

處置和治療方法是否會因影像分析結果而有所改變。 

    第三期臨床試驗應使用上市預計採用的配方，若第三期試驗所用與上市後預計配方

不同，則兩種配方之間應有適當的連結，以支持以原配方所得的資料可適用於新配方。

另外，若預計執行多個第三期試驗，則可以考慮在各試驗採用不同的設計，以多面向驗

證診斷力。每個試驗應盡可能各自獨立，在不同的試驗機構以不同的試驗主持人和盲性

判讀者評估，以確保診斷力數據之可外推性。 

診斷性臨床試驗其他重要考量 

    以下分別從造影條件與影像評估、試驗族群、真實標準、對照組方面來說明診斷性

臨床試驗的重要考量。 

一、造影條件與影像評估 

     (一) 造影條件 

    試驗早期階段便應該探討改變各種造影條件，如：注射造影劑後的掃描時間點、造

影角度、儀器設定、病人擺位姿勢等，對於影像的品質與再現性 (reproducibility)的影

響。早期階段便應該對上述造影條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在後期試驗進一步確認其合

適作法和限制，之後上市時，經確認的造影條件和限制都應該在仿單上詳列清楚，以確

保有良好的影像品質。 

     (二) 影像分析方法和評估過程 

    在試驗早期階段，應該對影像分析方法有一定程度的探索，如評估各個客觀的影像

特徵，所謂「客觀影像特徵」是指可透過儀器偵測和測量的參數，或是指肉眼可辨識且

可區分程度差別的性質，例如：訊號雜訊比 (signal-to-noise ratio)，病灶大小和密度 

(density)等。試驗應完整紀錄客觀影像特徵，並詳細分析施打造影劑後客觀影像特徵的

改變，以從中選出最有利於判讀的參數。 

    若客觀影像特徵有預期之外或不希望產生的變化，也應一併紀錄下來，以盡可能充

分了解此造影劑的限制，例如，用於心血管造影的診斷用核醫放射性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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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mTc]Tc-Sestamibi，因為會被肝臟吸收並經由膽道排除，使肝臟和腸胃道區域有較強

的訊號 (圖二[9])，肝臟和腸胃道的訊號過強可能會遮蔽部分心臟的影像，此為不希望產

生的影像特徵，應該在試驗早期階段就被發現並紀錄下來。 

 

圖二、[99mTc]Tc-Sestamibi 用於心臟血流灌注掃描 (myocardial perfusion scan) [9] 

    值得注意的是，臨床實務上，儀器的定量分析有時執行有困難，往往僅能依靠肉眼

觀察來做診斷，因此造影劑診斷力宣稱不能僅倚賴儀器定量分析的結果，應該要能用肉

眼觀察便能呈現出差異，如此才具有足夠的臨床實用性，有鑑於此，造影劑的臨床試驗

中，肉眼定性分析的結果與儀器定量分析的結果，缺一不可。 

    上述影像分析的結果和評估判讀標準，在經過早期試驗的探索並確立之後，應該在

後期試驗進一步確認其適用性和可行性。上市時，經確認的影像分析方法和判讀標準同

樣應該在仿單上清楚列出。 

     (三) 試驗指標分析 

臨床試驗的指標依造影劑特性所設定的使用目的而定，依一般造影劑的使用目的，舉例

如下： 

➢ 若造影劑會被特定組織攝取，則可以幫助定位該特定組織，或是顯示出組織的構造

以判斷是否有構造上的異常。例如：未與載體結合的鎝-99m (99mTcO4
−)，可以被

胃黏膜的黏液分泌細胞 (mucin-secreting cells)攝取，因此 99mTcO4
−便可用來偵

測異位性 (ectopic)胃黏膜組織 (圖三[10])。 

➢ 若造影劑的標的為體內特定生化反應中的某一分子，則可以用於診斷身體生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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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否有異常。 

➢ 若造影劑的標的為病灶表面特有的分子，則可以用於偵測疾病。例如

[68Ga]Ga-DOTA-TOC、 [68Ga]Ga-DOTA-TATE，其載體部分  (TOC、TATE)為

somatostatin 類似物  (analogue) ，因此可以偵測病灶表面有高度表現

somatostatin receptor 的神經內分泌腫瘤 (neuroendocrine tumor) (圖四[11])。 

➢ 若造影劑的標的為病灶表面分子，也可以根據攝取的強度來提供危險分級 (risk 

stratification)或預後的資訊，有助於決定病人在後續診斷或治療上的處置。 

 

M: Meckel’s diverticulum, S: stomach, C: colon 

圖三、99mTcO4
−偵測出含異位性胃黏膜組織的Meckel’s diverticulum (M字所指之處)[10] 

 

圖四、[68Ga]Ga-DOTA-TATE 顯示出神經內分泌腫瘤的多處肝轉移病灶 (箭頭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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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造影劑使用目的為何，納入試驗指標分析的影像結果，應該要能直接反映出臨

床實質意義，所謂的實質意義意指：可以促進診斷的準確性、促進臨床病情的進步、或

是能夠準確地預測預後。 

    舉例來說，若一項客觀影像特徵的臨床實質意義很明顯，如：99mTcO4
−造影劑偵測

出含異位性胃黏膜組織、[68Ga]Ga-DOTA-TATE 偵測出神經內分泌腫瘤病灶，可以將之

納入為試驗主要指標。然而，某些情況下，若客觀影像特徵未經進一步的詮釋和判讀前，

本身不具有明確的臨床意義，例如：若某造影劑可以改變腫塊的明顯程度 

(conspicuity)，或某造影劑可以被腫塊攝取 (uptake)，但是尚須進一步判讀才能作出

諸如良性或惡性、急性或慢性等診斷，此類客觀影像特徵便不宜直接納入主要指標分

析。若影像診斷結果為判定病灶屬良性或惡性，此為具直接的臨床意義，便可將此類影

像診斷結果納入主要指標分析。另一方面，主觀認定則不宜納入主要指標分析，例如：

認定一個造影劑是否會「改變診斷的信心度 (diagnostic confidence)」，或是是否可以

「提供更多診斷上的資訊」，這樣的認定十分主觀，難以驗證和重現，因此不宜將主觀

認定納入主要指標分析。 

     (四) 盲性影像評估 

    第三期臨床試驗應該以盲性影像評估作為主要的影像評估方式。盲性評估可以再區

分為完全盲性或是僅對於真實標準 (truth standard)為盲性，無論採取何種盲性方式，

試驗過程都應該有標準化的作法以維持盲性程度的一致性。 

    完全盲性、僅對真實標準為盲性、非盲性三種方式可得知的資訊，整理如表一。 

表一、造影劑臨床試驗設計之盲性程度可得知的資訊 

 

真實標準結果 

(如：病理診斷結果、

臨床病情追蹤結果) 

病情相關資訊 

(如：受試者病史、理

學檢查、實驗室檢驗、

其他影像檢查結果) 

試驗設計細節 

(如：收納排除條件) 

影像檢查方式 

(如：使用何種造影

劑、劑量、給藥方式、

病人擺位方向) 

完全盲性 x x x x 

僅對真實標準為盲性 x o o x 

非盲性 o o o o 

x: 不可得知；o: 可得知 

    完全盲性時，判讀者不能得知真實標準的評估結果以及任何病情相關的資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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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試驗設計的細節和影像檢查執行的方式等，亦應該盡可能不使判讀者得知。僅對真

實標準為盲性時，判讀者不能得知真實標準結果，但可以得知某些跟病情相關的資訊和

部分試驗設計的細節，惟詳細影像檢查執行方式仍應該盡可能不讓判讀者得知。 

     (五) 獨立影像評估 

    「獨立影像評估」是指判讀者不能得知其他人 (包括所有盲性判讀者和試驗機構主

持人)的判讀結果，亦不可間接被其他人的判讀結果影響。第三期臨床試驗應該設置多

名獨立盲性的判讀者，以評估判讀結果之再現性。注意若試驗設計必須令判讀者多次重

複評估影像時，如逐次解盲 (sequential unblinding)，或為了分析同一判讀者本身的

差異性 (intrareader variability)，則應該盡量降低前次評估對本次的影響 (例如：不同

次評估之間應間隔足夠時間以降低前次評估的記憶)，使不同次判讀之間仍保持獨立性

不受干擾。 

二、試驗族群 

    臨床試驗在早期階段，對於收納族群的限制可以較為寬鬆，不必限定在某特定疾

病 ，例如：收納所有晚期腫瘤病人，而不限定特定腫瘤型態，但到第二期臨床試驗時，

便應縮小範圍至有特定疾病 (或特定腫瘤型態)的病人和健康受試者兩種，以初步呈現出

造影劑的診斷力。但應注意若使用的造影劑有免疫原性或其他毒性，便不適合收納健康

受試者。第三期臨床試驗時，應明確規範收納族群與臨床使用時機，如用於診斷、分期、

評估預後、偵測復發、或監測治療反應、欲用以提供額外資訊或是取代既有檢查等，作

為擬宣稱適應症的依據。  

    在第三期臨床試驗收納病人時，所有可能影響影像診斷的疾病情況都應該被納入試

驗中，例如：對於診斷肺腫瘤的造影劑，應納入有肺發炎病灶的病人，以評估造影劑在

各種情況下的表現。 

    另外，試驗的納入條件盡量不要包括對照組造影劑的結果，因為若以對照組造影劑

結果來選擇受試者，會使整體收納族群有所偏差 (selection bias)，可能會大多呈現一

致且預期的結果，如此一來便無法涵蓋所有可能影響影像診斷的各種情況。 

三、真實標準 (Truth standards)或黃金標準 (Gold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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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標準代表的是病人真正的疾病狀態或檢驗的真實數值。第三期臨床試驗應依據

真實標準來驗證造影劑診斷結果的正確性，並得出造影劑診斷力效果的數值，如敏感度 

(sensitivity)、特異度 (specificity)等。 選擇真實標準須有以下不同層次的考量： 

➢ 真實標準實際上也是某種檢驗方法或某種現象的觀察，惟該方法已被公認為最接近

真實狀態，第三期試驗應選擇被公認為最接近真實狀態的檢驗方法或現象觀察，例

如病理診斷結果、臨床病情追蹤結果。 

➢ 某些特殊情況無法使用公認的真實標準，僅能以其他方法取代時，計畫書應說明真

實標準不可行的合理原因，並充分地分析替代性真實標準的可靠性和合理性，以及

說明試驗如何設法排除因替代性標準本身有誤而錯估造影劑診斷力的可能性，例

如：合併多項檢查結果 (臨床徵兆、抽血檢查、常規影像檢查)並搭配臨床病情追蹤

等，以盡可能達到替代性真實標準的正確性。 

➢ 在選擇真實標準或考慮使用替代性真實標準時，應注意與擬研究之造影劑有關的任

何影像檢查，都不能作為真實標準的項目之一。真實標準的項目應該獨立於該造影

劑檢查之外，若納入相關聯的項目，可能會導致評估偏差。舉例來說，若試驗擬探

討在電腦斷層掃描使用顯影劑是否對於偵測腹部腫瘤有幫助，則真實標準項目可以

包括核磁共振或超音波，但不應該包含未施打顯影劑的電腦斷層影像。 

設立真實標準後，應使所有納入試驗的受試者都接受真實標準評估，不應僅篩選部

分受試者接受評估，例如，若僅選擇影像結果為陽性的病人接受真實標準評估，而不評

估陰性的病人，或是影像結果為陰性病人僅接受較為寬鬆的真實標準評估等，這樣篩選

部分受試者的做法，會導致試驗未完整釐清受試者的真實疾病狀態，很可能會誤判造影

劑的診斷力。 

四、對照組 

    待測造影劑在試驗中的比較對象，可以是活性對照組或安慰劑組，若該適應症已有

核准的造影劑，則應當選擇核准造影劑作為比較對象 (活性對照組)，比較兩者的診斷力

與安全性。若該適應症目前並無已核准的造影劑，則試驗是否設置安慰劑組則視情況而

定。就安全性考量而言，有安慰劑比較的情況下，可以助於評估新造影劑的耐受性；但

就效果評估而言，由於未施打造影劑的影像大部分不會具有安慰劑效應 (place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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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且大部分影像在施打造影劑之後的變化十分明顯，因此通常不一定需要安慰劑

做為比較對象。 

    活性對照組 

    若試驗有活性對照組，則兩種造影劑的檢查都應該在同一名病人身上執行，同時應

注意兩種檢查之間不可間隔太久，避免時間過久導致兩檢查之間病情產生變化。若兩種

造影劑未能在同一名病人身上執行，則不同病人之間的變異性可能影響影像結果，便無

法確實呈現出造影劑本身的差異。 

    兩種造影劑比較時，其影像診斷結果都應分別與真實標準比較，不應只比較新舊造

影劑的影像結果而忽略真實標準。兩者分別與真實標準比較後的診斷力數值，包括敏感

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陰性預測值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線等，都應仔細評估。應注意的是，

兩造影劑對試驗族群可能有相近的敏感度與特異度，但不一定代表兩者之間有高度的一

致性。同樣的，兩種造影劑可能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不一定代表兩者有理想的敏感度和

特異度。另外，兩造影劑在 ROC 曲線下的面積 (area under curve)可能相近，但曲線

面積的分布可能有明顯差異，因此隨著閾值 (cut-off value)的不同，兩者的診斷力便可

能有明顯不同。 

    統計分析方面，兩者之間可以是較優性 (superiority)或不劣性 (non-inferiority)

的比較，或包含兩者。比起較優性試驗，不劣性試驗有較複雜的考量，例如：不劣性試

驗須先根據對照組過去的表現訂出 non-inferiority margin，藉由觀察新造影劑與對照

組的診斷力差異是否落在 non-inferiority margin 以內，以決定是否達到不劣性。然而，

影像檢查診斷力的數據，在文獻中往往不一致，可能與受試者族群和造影程序不同有

關，因此時常難以根據對照組的歷史性資料以決定 non-inferiority margin。再者，不

劣性試驗的對照組在試驗中必須達到預期的表現，才能做為比較的標準；然而，對照組

在診斷性試驗常常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表現，可能原因包括受試者族群不同、造影程序

不同、診斷力指標不同等，因可能原因多，有時亦難以釐清診斷力的表現是受到哪些因

素影響。考量上述問題，若考慮執行不劣性試驗，應審慎評估可行性並詳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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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章針對診斷性臨床試驗，提供大致設計的建議和考量的重點，期望能輔助診斷

性造影劑開發之臨床試驗規劃，以促進探討疾病的多樣性。本文章的說明為綜合概論，

詳細考量重點和標準仍會隨著造影劑或影像檢查的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將視個案情況

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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